
歌羅西書歌羅西書 第七課第七課

仰仰

歌羅西書歌羅西書 第七課第七課……

信仰的落實信仰的落實((上上))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音量、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前後換片、暫停

請按 開始播放
1

信仰的落實信仰的落實((上上))
歌羅西書 ~歌羅西書：三1~17

1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

裡有基督坐在 神的右邊那裡有基督坐在 神的右邊。

2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3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 神裡面。3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 你們的生命與基督 同藏在 神裡面

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5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婪。

6 因這些事， 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

7 當你們在這些事中活著的時候，也曾這樣行過。

8 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8 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 切的事，

以及惱恨、忿怒、惡毒、毀謗，並口中污穢的言語。

9 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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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11 在此並不分希臘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11 在此並不分希臘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

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

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

12 所以，你們既是 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

就要存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

13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 總要彼此包容 彼此饒恕13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

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14 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4 在這 切之外 要存著愛 愛 就是聯絡全德的

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主；

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

16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

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 神。

17 無論做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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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無論做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 神

這段經文給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教導，

是教導一切經歷基督復活的所有的信徒，要經常思念上面的事、求上面的事。是教導 切經歷基督復活的所有的信徒，要經常思念上面的事、求上面的事。

「求上面的事」是一個心態，對屬上帝的事情的渴慕而產生一種祈求

「思念上面的事」是指在理性上聚焦在屬靈的事情上面，於是就更多的思考

這兩方面都表達出對真理、對屬靈的事情一種持續的行動，

不只是理性更是行動，所以應該常常如此，這個就是這段經文所教的。

那麼與天上的事相反的當然就是地上的事了那麼與天上的事相反的當然就是地上的事了，

所以要瞭解天上的事是什麼呢？先從瞭解地上的事開始，也是很正確的方法…
3-6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上帝裡面。3 6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 你們的生命與基督 同藏在上帝裡面

基督是你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婪。

因為這些是上帝的忿怒 必臨到那悖逆之子因為這些是上帝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

這裡說：思念天上的事要瞭解的大前提—你們已經死了，

舊的生命已經在救恩中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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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的生命已經在救恩中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與基督一同埋葬了，所以這個舊的生命已經死了...



因著我們舊的生命已經死了，所以現在復活的生命就不應該有以前舊生命的表現，

這裡舉出幾樣：淫亂、污穢、邪情、惡慾、貪婪，當然這是舉例了，這裡舉出幾樣：淫亂、污穢、邪情、惡慾、貪婪，當然這是舉例了，

人的罪性可以講不完的多，可以分成兩大方面—
1. 惡念，念頭上的邪惡；2. 惡行，行為上的邪惡。

不過這裡出現一個很重要的字，5 你們要「治死」，

什麼叫做治死呢？治死就是置於死地的意思，

情 都把我們的邪情私慾，這裡所提到的惡行或者是惡念都要置於死地。

不是已經死了嗎？怎麼還要置於死地呢？

這個就是我們前幾堂講到的，在末世教會中我們活在一種張力裡面，這個就是我們前幾堂講到的 在末世教會中我們活在 種張力裡面

這個張力叫做「已然和未然」，對邪情私慾與基督同死，這個範圍也是如此

就是已經死了，不過還沒死透、還沒死亡，我們還是活在舊的身體裡面

所以舊人、老我這種詞句就是描寫舊的這個性情、舊的價值觀，

舊的行為模式是與基督同死了，但是還沒有死清楚，已經死，還沒有完全死，

已經死—所以我們就有盼望，還沒有完全死—所以就要置之於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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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死—所以我們就有盼望，還沒有完全死—所以就要置之於死地

意思就是我們經常靠著基督的能力，克制治死這些邪情私慾、惡行惡念

7 當你們在這些事中活著的時候，也曾這樣行過。

當我們還沒有接受基督救恩、還活在邪情私慾裡面的時候，我們是做過這些事的。當我們還沒有接受基督救恩 還活在邪情私慾裡面的時候 我們是做過這些事的

8-9a 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

因為已經從黑暗的國度搬到愛子的國度、身分不同了，

救恩帶來的改變已經形成了，所以要棄絕。

以及惱恨、忿怒、惡毒、毀謗，並口中汙穢的言語。不要彼此說謊。

有惡念 心中不好的念頭 有惡行 表達出來的邪惡的行為有惡念—心中不好的念頭，有惡行—表達出來的邪惡的行為，

又多了一樣—惡言，就是言語上不討神喜悅的表達，包括說謊：

當Ａ向Ｂ說謊的時候，Ｂ也會用同樣的行為來對待，就產生了彼此說謊，當Ａ向Ｂ說謊的時候 Ｂ也會用同樣的行為來對待 就產生了彼此說謊

你騙我、我騙你，一謊還需百謊圓，一個謊出來就帶來不少連鎖反應。

9b-10a 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穿上了新人。

新生命已經穿上了，所以靠著新生命可以治死，置之於死地

將所有舊的價值判斷、行為模式、言語習慣，

全部靠著基督復活的大能治死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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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靠著基督復活的大能治死他們

穿衣服的比喻使得我們看見生命換新裝了，這個新人穿在我們身上。

10-11 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在此並不分希臘人、猶太人，

意思就是這種生命的轉變，基督帶來的舊我變成新我的這種轉變，意思就是這種生命的轉變，基督帶來的舊我變成新我的這種轉變，

不分種族血統，也不分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

也不分化外人、西古提人，也不分為奴的、自主的。

就是 的社會 位 樣 識水準有高有 化也就是不同的社會地位都一樣，知識水準有高有低，化外人、

沒受知識的、知識很高的都一樣，在基督裡面一樣的改變。

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惟有基督是包括 切，又住在各人之內

只有在基督裡面才能打破這種種族、血統、社會地位、知識水準的差別，

因為有一位更超越的主已經帶領我們進入一個更超越的境界，這個境界就是

上帝把我們藏在基督裡面，因著這樣人間的關係才會轉變，怎麼轉變法呢？

12 所以你們既是上帝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

（原文是穿）憐憫 恩慈 謙虛 柔 耐的（原文是穿）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

不要忘記前面剛剛的經文也提過五種惡行惡念，

這裡有講到五種應該穿上的新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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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講到五種應該穿上的新的品質，

這裡有一個取代的意思—舊的過去了，新的來臨了。

13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

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主怎樣饒恕了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饒恕

彼此饒恕的根基在於我們先被主饒恕了。

14 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

有一個更大的包容力叫做愛，這個愛聯絡全德，各種德行因著愛包容在這裡了，

當然這些全德的產生是因為救恩，而救恩的根基就是神愛世人的愛。

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 裡做主 你們為此蒙 歸為 體 要存感謝的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做主，你們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

這是基督的平安成為我們做判斷的一個重要準則。

這些歸為一體的人彼此之間一種非常奇妙的表達叫做敬拜，這個表達是什麼呢？這些歸為 體的人彼此之間 種非常奇妙的表達叫做敬拜，這個表達是什麼呢？

16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

用詩章、頌詞鄉、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上帝。

一個內心轉變的人，一定有外顯的表達；

一個充滿救恩恩典的人，必定會對這個恩典發出讚美和敬拜；

一個心改變、穿上新人的人，裡面已經更新、生命漸漸成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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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心改變、穿上新人的人，裡面已經更新、生命漸漸成長的人，

在這個成長過程中，一定會對這一位救恩之主表達敬拜…



釋經小百科：是一個讀經的心得分享。

對於今天這種經文，我們會覺得這裡很多屬靈生活如何落實的一些細微末節，對於今天這種經文，我們會覺得這裡很多屬靈生活如何落實的一些細微末節，

我們實踐東西當然是要越講得仔細越好，所以舉出很多例子等等。

送給各位一個閱讀的觀點，我已經送過一個給你了，叫做時間的觀點，送給各位 個閱讀的觀點 我已經送過 個給你了 叫做時間的觀點

今天送給各位另外一個觀點叫做空間的觀點，什麼叫空間觀點呢？

這段經文一開始講的，天上的事、地上的事，就是空間嘛！

講 地 常 是講 空 地球 是 空間 差 來講聖經講天地，經常不是講太空跟地球，只是用空間的差別來講出

天屬神的領域、地是人間這個意思，是一個神學的觀點，

不是一個地理學、太空學、天文學的思想，不是 個地理學 太空學 天文學的思想

我們沿用著天地這種空間觀念來閱讀這段經文，就發現一個很重要的觀察。

一開始就已經講天和地，換句話說作者保羅在傳講這些真理的時候，

他的心靈中是有空間觀點的，他已經告訴你們、告訴歌羅西教會，

想東西要想天跟地，假如這樣的話，那麼你繼續看下去就發現—
凡是地上的所有的事情 人間 舊性情等等 必須用天上的觀點才能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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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地上的所有的事情，人間、舊性情等等，必須用天上的觀點才能更新的

穿上新人、聖潔蒙愛的人、上帝的選民等等，是天上觀點才看得見的

假如不用天上的觀點—就是屬上帝、屬基督的角度來看地上的邪情私慾的話，

所有的邪情私慾永遠纏繞著我們，但是假如我們現在抽身而出，所有的邪情私慾永遠纏繞著我們，但是假如我們現在抽身而出，

常常記得我現在是在天上、我是屬天的、我不再是屬於地上了，

當我們有這個警覺，這個警覺不只是讀經的觀點，而是一個靈命的觀點了，

當這樣子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更活在一個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之中。

再舉個例子：耶穌基督教我們的禱告文，通常我們叫主禱文，

「 「 尊一開始「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你的名被人尊為聖」 ，天上觀點

不過也說「願你的國降臨」，天上的國降臨到地上，這個是地上觀點

天地觀點不斷的對調、對話，是一個人信仰逐漸長進必經的過程，天地觀點不斷的對調 對話 是 個人信仰逐漸長進必經的過程

用這個角度讓我們繼續閱讀其他的經文，

相信一定會帶給我們一個全新的觀察，

這個觀察就是我們從天上來閱讀地上的一切事情。

這裡講到的淫亂、汙穢、邪情、惡慾、貪婪、惡言、說謊等等，

這些是地上的事情 當我們用 個天上的觀點來看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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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是地上的事情，當我們用一個天上的觀點來看的時候，

就深深相信靠著天上基督給我們的恩典，我們是可以勝過的。

怕就怕在我們忘記了天上的觀點，我們永遠活在地上，

我們應該舉目望天，不只是一個行動更是心靈的轉變，我們應該舉目望天，不只是 個行動更是心靈的轉變，

這個轉變使得我們重新考核我們地上的生活，不再以地上的角度看地上。

假如我們永遠用地上看自己的地上生活，大概軟弱、失敗常常跟著我們了，

但是假如我們轉換觀點不只讀經如此，信仰生活也如此，

經常舉目仰望天上這位主，這位主從天上賜給我們的能力、節制、

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就經常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就經常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自然的表達出來，因為我們的心已經在天上。

這一個讀經的方式也好，從讀經中帶來靈修的轉變也好，這 個讀經的方式也好 從讀經中帶來靈修的轉變也好

帶來生命的轉換、更新、提升也好，總之不管用什麼角度、用什麼的方向去理解，

一個信耶穌的人必須從地上到天上，觀點的轉移帶來思想的轉移，

思想的轉移帶來關注的轉移，關注的轉移也帶來生命表達的轉移，

一步一步我們就越來越思想、當求、思想上面的事，

因為在你和我的信仰、讀經生活之中，多了一個空間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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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你和我的信仰、讀經生活之中，多了 個空間觀點

從天上看地上的萬事萬物，這個觀點在以下的經文再會落實的。


